
【嘉義縣水上鄉】      2012年文化資源                                                         地理資訊系統寺廟資料庫數位典藏計畫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編號 寺廟名稱 主祀神佛像 寺廟地址 建別 組織型態 電話 負責人

1 隆山宮 太上老君 水上鄉三和村巷口三六之一地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866172 羅永坤

2 福德宮 福德正神 水上鄉內溪村柳子林段二六○之四○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05775 黃儀雄

3 明德聖堂 明明上帝 水上鄉大堀村二鄰大堀尾十二之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8639 林振隆

4 忠興宮 中壇元帥 水上鄉中庄村十二鄰中庄二九六附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890579 張山田

5 順聖宮 天上聖母 水上鄉三和村二鄰新厝仔一二七之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57734 賴新發

6 聖安宮 天上聖母 水上鄉柳鄉村柳子林一九二之四十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01108 王建章

7 興一講堂 明明上帝 水上鄉三界村十三鄰三界埔三四七之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98323 劉明松

8 永順宮 玄天上帝 水上鄉國姓村八鄰三界埔四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96743 張松隆

9 文應宮 保生大帝 水上鄉水頭村十三鄰吳竹街18巷3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2946 吳松達

10 大將爺廟 大將爺 水上鄉水上村一鄰市政街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89280 許卻

11 奉天宮濟公廟 濟公活佛 水上鄉寬士村二五鄰崎子頭七三六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52649 蔡永文

12 後寮大眾爺廟 大眾爺 水上鄉南和村十五鄰後寮六十二號 募建 其他 (05)2684729 林國龍

13 妙蓮禪寺 三寶佛 水上鄉義興村8鄰下菜園15之1號 私建 執事會 (05)2890542 吳金燕

14 隆山宮 太上老君 水上鄉三和村巷口段36之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866172 羅永坤

15 奉安宮 城隍爺 水上鄉水上村9鄰2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1379 林茂財

16 福德宮 福德正神 水上鄉內溪村柳子林段260之40地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05775 黃儀雄

17 明德聖堂 明明上帝 水上鄉大堀村2鄰大堀尾12之1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8639 林振隆

18 忠興宮 中壇元帥 水上鄉中庄村12鄰中庄296附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892602 張山田

19 順安宮 天上聖母 水上鄉三和村2鄰新厝仔127之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57734 賴新發

20 聖安宮 天上聖母 水上鄉柳鄉村柳子林192之45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01108 王建章

21 興一講堂 明明上帝 水上鄉三界村13鄰三界埔247之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98323 劉明松

22 君璉堂 天上聖母 水上鄉龍德村5鄰十一指厝53之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0908 陳水茂

23 奉蓮宮 呂洞賓先公祖 水上鄉三界村三界埔128之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58947 林添泉

24 靜德寺 釋迦牟尼佛 水上鄉三界村三界埔21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00839 吳也和

25 文應公 保生大帝 水上鄉水頭村13鄰吳竹街18巷3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2946 吳松達

26 永順宮 玄天上帝 水上鄉國姓村8鄰三界埔45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296742 張松隆

27 大將爺廟 大將爺 水上鄉水上村1鄰市政街5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89280 許卻

28 奉天宮濟公廟 濟公活佛 水上鄉寬士村25鄰崎子頭736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52649 蔡永文

29 後寮大眾爺廟 大眾爺 水上鄉南和村15鄰後寮6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84729 林國龍

30 南天宮 玄天上帝 水上鄉塗溝村7鄰頂塗溝47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12624 柯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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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水上鄉】      2012年文化資源                                                         地理資訊系統寺廟資料庫數位典藏計畫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編號 寺廟名稱 主祀神佛像 寺廟地址 建別 組織型態 電話 負責人

31 福德正神 福德正神 水上鄉龍德村1鄰1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林平旺

32 柳安宮 福德正神 水上鄉柳新村4鄰柳新段5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王永元

33 柳安宮 福德正神 水上鄉柳新村4鄰柳新段5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王永元

34 協安宮 大伯爺　介子推 水上鄉國姓村11鄰三界埔11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詹戊火

35 先代公廟 先代公 水上鄉大堀村3鄰大堀尾段34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黃三倧

36 義民公正廟 義民公 水上鄉粗溪村13鄰巷口55之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81502 魏德山

37 民生村福德宮 土地公 水上鄉民生村忠孝街1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836998 林彥

38 萬善堂 萬善公 水上鄉水頭村10鄰新進街62巷12弄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82037 黃志良

39 紫華宮 觀音佛祖 水上鄉國姓村5鄰三界埔5之2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莊龍鬚

40 義民廟 義民三公 水上鄉大崙村48之5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15711 呂建鐘

41 德興宮 五谷聖帝 水上鄉塗溝村3鄰頂塗溝18之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12624 呂榮章

42 靈應公廟 靈應公 水上鄉柳鄉村1鄰柳子林19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2306 高世玉

43 白鶴寺 觀世音菩薩 水上鄉國姓村9鄰三界埔3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95903 蕭炳章

44 三祝宮 天上聖母 水上鄉三界村9鄰19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陳重鏞

45 寶豐宮 媽祖 水上鄉南鄉村7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吳衍慶

46 鎮北宮 張姑婆媽 水上鄉義興村2鄰5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890381 吳松地

47 武忠宮 玄天上帝 水上鄉忠和村3鄰檳榔樹角1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賴長助

48 普竹寺 觀音佛祖 水上鄉中庄村14鄰中庄1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890012 鍾坤火

49 千歲宮 觀音佛祖 水上鄉忠和村6鄰紅毛寮1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891687 王金貫

50 法雨寺 釋迦牟尼佛 水上鄉寬士村10鄰崎子頭3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52826 陳換

51 福德爺 媽祖 水上鄉寬士村9鄰29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50751 黃鐘岩

52 震南宮 關聖帝君 水上鄉內溪村7鄰1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5654 鄭四福

53 仁安宮 玄天上帝 水上鄉內溪村4鄰內溪47號 募建 其他 (05)2686585 黃文正

54 千光寺 釋迦牟尼佛 水上鄉柳鄉村176之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82241 郭錦

55 苦竹寺 觀音佛祖 水上鄉柳林村5鄰4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3308 林福財

56 溪安宮 山西夫子 水上鄉溪洲村11鄰9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0303 曾春木

57 靈應公義士廟 靈應公 水上鄉三鎮村8鄰三鎮路5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2801 莊木昆

58 義神廟 帥爺 水上鄉三和村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曾照國

59 竹安寺 觀音佛祖 水上鄉三和村6鄰頂寮1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852919 賴炎欽

60 合興宮 城隍爺 水上鄉三和村4鄰2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57003 曾照國

61 星拱殿 玄天上帝 水上鄉下寮村3鄰鴿溪寮24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56378 蕭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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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寺廟名稱 主祀神佛像 寺廟地址 建別 組織型態 電話 負責人

62 正興寺 觀音佛祖 水上鄉下寮村5鄰4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56584 賴海杉

63 關帝廟 關聖帝君 水上鄉粗溪村8鄰11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5612 黃寶珍

64 三界公廟 三官大帝 水上鄉粗溪村10鄰巷口4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1597 魏德山

65 德圓宮 神農大帝 水上鄉大崙村17鄰二重溝1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12380 呂清山

66 新興宮 神農大帝 水上鄉大崙村18鄰4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15711 呂建鐘

67 進興宮 謝府元帥 水上鄉大堀村2鄰大堀尾1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81662 黃三倧

68 福安宮 三姓尊王 水上鄉水頭村14鄰吳竹街3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3621 吳松達

69 三主宮 五年王 水上鄉水頭村10鄰2之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81478 余俊雄

70 保安宮 保生大帝 水上鄉水上村店興街152巷1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林定輝

71 奉天宮 城隍爺 水上鄉水上村9鄰2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林茂財

72 璿宿上天宮 天上聖母 水上鄉水上村5鄰中和路23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6116 朱清龍

73 南天宮 玄天上帝 水上鄉塗溝村七鄰下塗溝四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12624 柯金生

74 協安宮 大伯爺 水上鄉國姓村十一鄰三界埔一一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95083 詹戊火

75 義民公正廟 義民公 水上鄉粗溪村十三鄰巷口五五之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81502 魏德山

76 民生村福德宮 土地公 水上鄉民生村1鄰忠孝街1之1號 募建 其他 (05)2836998 林彥彣

77 萬善堂 萬善公 水上鄉水頭村十鄰新進街62巷12弄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82037 黃麟芳

78 妙蓮禪寺 三寶佛 水上鄉義興村八鄰下菜園15之1號 募建 執事會 (05)2890542 吳金燕

79 靜德寺 釋迦牟尼佛 水上鄉三界村二一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00839 吳也合

80 君璉堂 天上聖母 水上鄉龍德村五鄰十一指厝53之6號2樓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0908 陳水茂

81 奉蓮宮 呂仙祖 水上鄉三界村三界埔一三八之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98947 林添泉

82 紫華宮 觀音佛祖 水上鄉國姓村五鄰三界埔五之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97522 莊龍鬚

83 義民廟 義民三公 水上鄉大崙村四十八之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15711 呂建鐘

84 德興宮 五谷聖帝 水上鄉塗溝村三鄰頂塗溝十八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12624 呂榮章

85 靈應公廟 靈應公 水上鄉柳鄉村一鄰柳子林一九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2306 高世玉

86 白鶴寺 觀世音菩薩 水上鄉國姓村九鄰三界埔三十六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95903 蕭明海

87 三祝宮 天上聖母 水上鄉三界村九鄰一九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98205 陳重鏞

88 寶豐宮 媽祖 水上鄉南鄉村七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890779 吳衍慶

89 鎮北宮 張姑婆媽 水上鄉義興村二鄰五十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890381 吳松地

90 武忠宮 玄天上帝爺 水上鄉忠和村三鄰檳榔樹角十七號 募建 其他 (05)2890751 賴長助

91 普竹寺 觀音佛祖 水上鄉中庄村十四鄰中庄十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890012 鍾坤火

92 千歲宮 觀音佛祖 水上鄉忠和村六鄰紅毛寮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891687 王金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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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寺廟名稱 主祀神佛像 寺廟地址 建別 組織型態 電話 負責人

93 法雨寺 釋迦牟尼佛 水上鄉寬士村十鄰崎子頭三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52826 陳換

94 褔德爺 媽祖 水上鄉寬士村九鄰二十九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50751 黃鐘岩

95 震南宮 關聖帝君 水上鄉內溪村七鄰十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5654 馮世昌

96 仁安宮 玄天上帝 水上鄉內溪村四鄰內溪四七號 募建 其他 (05)2686585 黃文正

97 千光寺 釋迦牟尼佛 水上鄉柳鄉村一七六之六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82241 郭錦

98 苦竹寺 觀音佛祖 水上鄉柳林村五鄰柳子林四十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3308 林褔財

99 溪安宮 山西夫子 水上鄉溪洲村十一鄰九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0303 曾春木

100 龍山寺 池府千歲 水上鄉大堀村十二鄰頂過溝十九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83310 黃啟長

101 龍德宮 謝府元帥 水上鄉龍德村一鄰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84982 林啟章

102 協天宮 關帝爺 水上鄉南和村九鄰後寮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2136 林國龍

103 新發寺 觀音佛祖 水上鄉南和村八鄰南靖十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1794 張當在

104 靈應公義士廟 靈應公 水上鄉三鎮村八鄰三鎮路五十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2801 黃能通

105 義神廟 帥爺 水上鄉三和村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57506 曾照國

106 竹安寺 觀音佛祖 水上鄉三和村六鄰頂寮十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853919 江木根

107 合興宮 城隍爺 水上鄉三和村四鄰二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57003 曾照國

108 星拱殿 玄天上帝 水上鄉下寮村三鄰鴿溪寮二十四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56378 蕭清坤

109 正興寺 觀音佛祖 水上鄉下寮村五鄰四十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56584 賴海杉

110 關帝廟 關帝爺 水上鄉粗溪村八鄰一一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5612 黃寶珍

111 三界公廟 三官大帝 水上鄉粗溪村十鄰巷口四十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1597 魏德山

112 德圓宮 神農帝君 水上鄉大崙村十七鄰二重溝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12380 呂清山

113 新興宮 神農聖帝 水上鄉大崙村十八鄰四十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15711 呂建鐘

114 進興宮 謝府元帥 水上鄉大堀村二鄰大堀尾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1662 黃三倧

115 褔安宮 三姓尊王 水上鄉水頭村十四鄰吳竹仔腳十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3621 吳松達

116 三主宮 五年王 水上鄉水頭村十鄰二之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81478 余俊雄

117 保安宮 保生大帝 水上鄉水上村六鄰店興街152巷1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4850 賴弈麟

118 奉安宮 城隍爺 水上鄉水上村九鄰外林二十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1379 林茂財

119 璿宿上天宮 天上聖母 水上鄉水上村五鄰中和路二三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86116 朱清龍

120 鳳如宮 嘉義縣水上鄉龍德村指厝15之52號 (05)2601006 黃淵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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